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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深圳

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

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深圳前海

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 自2019年07月03日起，本

公司增加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

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定渠

道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交易等基金相关业务。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1775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上述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 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

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相关业务公告。 投

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99-8800

公司网站：www.webank.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788-999或400-6788-533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

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更新） 等文件，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07月03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

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9年07月03日起，本公司

增加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

构， 投资者可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定渠道办理下述

基金的开户、交易等基金相关业务。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6057 鹏华丰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LOF）

2 006938 鹏华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3 006939 鹏华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4 007000 鹏华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5 007001 鹏华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6 003828 鹏华兴惠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4127 鹏华丰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04388 鹏华丰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04438 鹏华永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04463 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4498 鹏华丰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004499 鹏华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004503 鹏华永泰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5434 鹏华睿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6526 鹏华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006956 鹏华永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6958 鹏华永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06976 鹏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7146 鹏华研究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007309 鹏华9-10年利率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 160622 鹏华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2 160642 鹏华增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上述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 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

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相关业务公告。 投

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7/4008-888-108

公司网站：www.csc108.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788-999或400-6788-533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

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更新） 等文件，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07月03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阳光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

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阳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9年07月03日起，本公司

增加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

构， 投资者可通过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指定渠道办理下述

基金的开户、交易等基金相关业务。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0290 鹏华全球高收益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2 001067 鹏华弘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3 001172 鹏华弘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 001325 鹏华弘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 001326 鹏华弘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6 001329 鹏华弘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7 001330 鹏华弘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8 001380 鹏华弘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9 001381 鹏华弘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0 001775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1 002018 鹏华弘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2 002019 鹏华弘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3 003412 鹏华弘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4 206001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5 206006 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16 004100 鹏华安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4463 鹏华丰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06956 鹏华永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6958 鹏华永融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206009 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206011 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上述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 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

发布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相关业务公告。 投

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10

公司网站：fund.sinosig.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788-999或400-6788-533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

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更新） 等文件，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07月03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消费升级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唐鼎耀华”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19年7月3日起，通过唐鼎耀华办理华

夏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

码：001927）、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1928）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唐鼎耀华办理本基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具体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

的文件等信息，请遵循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唐

鼎耀华的有关规定。 唐鼎耀华的业务办理状况请遵循其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唐鼎耀华客户服务电话：400-819-9868；

唐鼎耀华网站：https://www.tdyhfund.com/；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一览表》进行查询，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情况的信息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

基金定期定额开通状况一览表》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619

证券简称：艾格拉斯 公告编号：

2019-043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6月21日、2018年7月10日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份，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回购价格不超过5.99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019年4月10日，经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中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及骨干人员的积极性，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要求，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 并将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

截至2019年6月28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已实施完毕，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2018年8月17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

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

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先后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

的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8-076、2018-099、2018-100、2018-108、2019-112、

2018-123、2019-001、2019-007、2019-010、2019-013、2019-029、2019-037）。

截至2019年6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8,498,900股，占回购股份

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0.46%，最高成交价为3.9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33元/股，成交的

总金额为30,011,327.4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与

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二、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8,498,900股，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将

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48,173,115 24.29 456,672,015 24.75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96,723,116 75.71 1,388,224,216 75.25

总股本 1,844,896,231 100.00 1,844,896,231 100.00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回购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吕仁高、吕成杰、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金华巨龙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3日、2018年12月5日、2019年3月6日分别

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98）、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124）、《关于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2018年9月20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间，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88,202,3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8%。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本回购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前一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在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中符合公司既定方案，自2019年1月11日《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实施以来，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中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的要求。

2、公司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回购股份在股份过户之前，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如存在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情况，导致该员工持股计划未能实施的，回购股份将

在履行相应审议披露程序后全部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53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海外投资事项概述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21日与IOPtima� Ltd.公司（以

下简称“IOPtima公司”或“标的公司” ）及标的公司的股东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经销协议》和其他

相关文件，就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以约四千六百七十二万美元现金方式分四阶段投资（包括认购新股及收

购旧股）标的公司并取得IOPtiMateTM系统在中国的独家经销权（以下简称“本次海外投资” ）进行约

定。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完成了本次交易第一阶段股权交割，第一阶段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持有标的

公司股份（按全面摊薄计算）的18.42%。 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完成了本次交易第二阶段股权交割，第

二阶段股权交割完成后， 公司持有标的公司于第一阶段完成后已发行股份 （按全面摊薄后计算）的

60%。

以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55）、《关于海外投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8）、《关于海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8）、《关于海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6）、《关于海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及《关于海外

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二、 交易的进展情况

为保证本次海外投资的顺利进行，经交易各方协商后分别于2019年6月11日和2019年6月25日签署

了《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第三阶段交割不晚于2019年6月30日。

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取得了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本次海外投资的 《境外投资项

目备案通知书》（川发改境外备[2019]第27号），于2019年6月26日取得了四川省商务厅核发的关于本

次海外投资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N5100201900075号），于2019年6月27日取得了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出具的《业务登记凭证》。

鉴于本次海外投资的第三阶段交割先决条件均已满足，根据本次海外投资协议约定，公司于2019年

6月30日完成了本次交易第三阶段股权交割。 第三阶段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于第一阶段

完成后已发行股份（按全面摊薄后计算）的80%。

三、 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为境外投资，后续交割尚需履行中国政府部门的备案程序，该等程序是本次投资后续交割

的前提条件，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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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9年5月17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8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0号）。

一、权益分派方案

1、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73,867,912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3.79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411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58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379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473,867,912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805,575,450股。

2、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议案一致。

3、自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4、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7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7月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7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19年7月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

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7月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4、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01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

2 07*****938 Paul�Xiaoming�Lee

3 07*****937 Sherry�Lee

4 07*****536 JERRY�YANG�LI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7年7月1日至登记日：2019年7月8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9年7月9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占总股

本比例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46,642,912 242,650,038 589,292,950 73.1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27,225,000 89,057,500 216,282,500 26.85%

三、股份总数 473,867,912 331,707,538 805,575,450 100.00%

七、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1、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805,575,450股摊薄计算，2018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6436元。

2、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调整的情况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

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等事

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相应调

整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授予价格，具体内容公司将另行公告。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125号

咨询联系人：熊炜 禹雪

咨询电话：0877-8888661

传真电话：0877-8888677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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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

于2019年7月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6月26日以邮件和电

话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审

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7月1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李素雯女士的辞职申请报告，李素雯女

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素雯女士的辞职申请报告自送达董

事会之时起生效。 李素雯女士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后将继续在公司任职，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 截至本公告日，李素雯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767,225股。 公司董事会对李素雯女

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曾兆豪先生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简历附后），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日止。

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曾兆豪先生的履历资料， 我们认为曾兆豪先生具备履职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

作经验和管理能力，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财务总监的条件。 曾兆豪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本次聘任

公司财务总监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日

附件：

曾兆豪先生，中国国籍，男，1976�年生，硕士研究生，湖北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会

计师，2005年5月至2012年9月，曾任职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翼科

技” ），先后担任资讯部经理、资材部经理、资讯中心总监、事业部总经理。 2012年10月至

2018年8月担任卓翼科技财务负责人、副总裁。2015�年9月至2018年12月，担任卓翼科技第

三、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同时担任Double� Power� Technology� Inc.财务负责人。

曾兆豪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

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曾兆豪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

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

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

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曾兆豪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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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及聘任财务总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7月1日收到公司财务

总监李素雯女士的辞职申请报告，李素雯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李素雯女士的辞职申请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时起生效。 李素雯女士辞去公司

财务总监职务后将继续在公司任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截至本公告日，李素雯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3,767,225股。 公司董事会对李素雯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决定

聘任曾兆豪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详见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信息。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日

附件：

曾兆豪先生，中国国籍，男，1976�年生，硕士研究生，湖北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会

计师，2005年5月至2012年9月，曾任职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翼科

技” ），先后担任资讯部经理、资材部经理、资讯中心总监、事业部总经理。 2012年10月至

2018年8月担任卓翼科技财务负责人、副总裁。2015�年9月至2018年12月，担任卓翼科技第

三、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同时担任Double� Power� Technology� Inc.财务负责人。

曾兆豪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

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曾兆豪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

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

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

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曾兆豪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玄元保险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

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简称“玄元保险” ）

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玄元保险将自2019年7月3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机构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玄元保险 000326 南方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2 玄元保险 000561 南方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3 玄元保险 000562 南方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4 玄元保险 000816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5 玄元保险 001421 南方量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6 玄元保险 001691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7 玄元保险 001692 南方国策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8 玄元保险 001771 南方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9 玄元保险 001988 南方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开通

10 玄元保险 001989 南方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开通

11 玄元保险 002167 南方顺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2 玄元保险 002220 南方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3 玄元保险 002293 南方益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4 玄元保险 002324 南方日添益货币市场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5 玄元保险 002400

南方亚洲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人民币）

开通 不开通

16 玄元保险 002401

南方亚洲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人民币）

开通 不开通

17 玄元保险 002656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8 玄元保险 002900

南方中证500信息技术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9 玄元保险 002906

南方中证500量化增强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0 玄元保险 002907

南方中证500量化增强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1 玄元保险 003161 南方安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22 玄元保险 003295 南方安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3 玄元保险 003473 南方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A类 开通 不开通

24 玄元保险 003474 南方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B类 开通 不开通

25 玄元保险 003476 南方安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26 玄元保险 003612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7 玄元保险 003613 南方卓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8 玄元保险 004069

南方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9 玄元保险 004070

南方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0 玄元保险 004224 南方军工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31 玄元保险 004342

南方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2 玄元保险 004343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3 玄元保险 004345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4 玄元保险 004347

南方中证500信息技术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5 玄元保险 004348

南方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LOF）C类

开通 开通

36 玄元保险 004517 南方安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37 玄元保险 004555 南方和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开通

38 玄元保险 004556 南方和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开通

39 玄元保险 004597

南方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0 玄元保险 004598

南方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41 玄元保险 004625 南方高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2 玄元保险 004626 南方高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43 玄元保险 004642

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4 玄元保险 004643

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45 玄元保险 004648 南方安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46 玄元保险 004702 南方金融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47 玄元保险 004703 南方兴盛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48 玄元保险 004970 南方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9 玄元保险 004971 南方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开通 开通

50 玄元保险 005059 南方安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51 玄元保险 005123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52 玄元保险 005206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3 玄元保险 005461 南方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54 玄元保险 005554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开通 不开通

55 玄元保险 005555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开通 不开通

56 玄元保险 005659

南方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C类

开通 不开通

57 玄元保险 005691 南方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8 玄元保险 005788

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59 玄元保险 005789

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0 玄元保险 006030

南方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开通 开通

61 玄元保险 006031 南方昌元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2 玄元保险 006476 南方原油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不开通

63 玄元保险 006491

南方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A类）

开通 开通

64 玄元保险 006492

南方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C类）

开通 开通

65 玄元保险 006493

南方中债3-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A类）

开通 开通

66 玄元保险 006494

南方中债3-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C类）

开通 开通

67 玄元保险 006517 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68 玄元保险 006518 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9 玄元保险 006539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70 玄元保险 006540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71 玄元保险 006541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72 玄元保险 006586 南方安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73 玄元保险 006587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开通 开通

74 玄元保险 006921 南方智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75 玄元保险 006961

南方中债7-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76 玄元保险 006962

南方中债7-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77 玄元保险 007340 南方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78 玄元保险 007415 南方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79 玄元保险 007416 南方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80 玄元保险 007490 南方信息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不开通 不开通

81 玄元保险 007491 南方信息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不开通 不开通

82 玄元保险 160105 南方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83 玄元保险 160106 南方高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开通 不开通

84 玄元保险 160119

南方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LOF）A类（前端）

开通 不开通

85 玄元保险 160121 南方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开通 不开通

86 玄元保险 160123 南方中债10年期国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不开通

87 玄元保险 160124 南方中债10年期国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不开通

88 玄元保险 160125 南方香港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开通 不开通

89 玄元保险 160140

南方道琼斯美国精选REIT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QDII-LOF）A类

开通 不开通

90 玄元保险 160141

南方道琼斯美国精选REIT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QDII-LOF）C类

开通 不开通

91 玄元保险 202001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92 玄元保险 202002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93 玄元保险 202003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

端）

开通 开通

94 玄元保险 202005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

端）

开通 开通

95 玄元保险 202009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开通 开通

96 玄元保险 202011

南方优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

端）

开通 开通

97 玄元保险 202015

南方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A类（前端）

开通 开通

98 玄元保险 202017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A类（前端）

开通 开通

99 玄元保险 202019 南方策略优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开通 开通

100 玄元保险 202023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前

端）

开通 开通

101 玄元保险 202025

南方上证3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前端）

开通 开通

102 玄元保险 202211 南方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03 玄元保险 202301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A级 开通 开通

104 玄元保险 202302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B级 不开通 开通

105 玄元保险 202307 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06 玄元保险 202308 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不开通 开通

107 玄元保险 202801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108 玄元保险 501018 南方原油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不开通

109 玄元保险 501302

南方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A类

开通 不开通

从2019年7月3日起，投资人可通过玄元保险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

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玄元保险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

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

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投资人可与玄元保险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玄元保险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

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玄元保险的相关规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

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

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

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

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玄元保险客服电话：021-50701053

玄元保险网址：www.xyinsure.com:7100/kfit_xybx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

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

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

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3、投资人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顶峰

TOPIX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增加

部分券商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以下券商签署的协议,�

本公司决定自2019年7月3日起增加以下券商为南方顶峰TOPIX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二级市场交易简称：东证ETF，二级市场交易代码：513800，申购赎回代码：513801，申购赎回简称：东证

ETF)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编号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联系方式

1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600-8008、95532

公司网址：www.china-invs.cn

投资人也可通过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

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日


